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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的背景 

 
有首歌謠形容羅姆人（即吉普賽人）是：

「時間是用來流浪的，肉體是用來享樂的，

生命是用來遺忘的，靈魂是用來歌唱的。」

外界對羅姆人的感覺就是「無拘無束」，他

們駕著馬車在歐洲大陸上馳騁、漂流在一座

座城市間，羨煞許多對流浪有夢幻憧憬的

人；如歌劇《卡門》裡，熱情奔放的吉普賽

女郎卡門，讓世人對羅姆人留下性格鮮明的

印象。但在這些外人以為浪漫的真實生活

中，羅姆人深陷在貧窮、種族歧視、以及孩童早夭、教育資源缺乏的窘境中。 
 
相信大部分華人對「羅姆人」這個名稱都很陌生，但若說吉普賽人（Gypsies），大家可

能會說：「哦，這些人！」其實，吉普賽人是一般人給他們的名稱，因為世界上根本沒

有吉普賽這個地方。從前歐洲人誤以為這群外來者是來自埃及（Egypt），所以稱他們為

吉普賽人（Gypsy）；對於羅姆人而言，此等誤稱實在冠上了歧視之意。到了 1971 年，

他們終於站起來，要求國際社會稱他們為「羅姆」（Roma）；在他們的語言中，羅姆是

「人」的意思！ 
 
其他地區對羅姆人的稱呼包括了：波希米亞人（法國）、弗朗明哥（西班牙）、茨岡人

（俄羅斯）、埃弗吉特人（阿爾巴尼亞）、羅里人

（伊朗）、阿金加諾人（Atsinganoi，希臘）、阿什

卡利人與辛提人。羅姆人稱自己為羅姆（Roma），

敘利亞和波斯吉卜賽人的「多姆人」（Dorn），在

梵文中對應是「Doma」，現代印地語是「Dom」，

意思是「靠歌舞維生的下等人」。羅姆人可以說是

歐洲最大的少數民族。根據歐洲語文學的研究，羅

姆人發源自印度旁遮普省（Punjab） 的地區，現今

全球約有 1,200 萬羅姆人散居在不同的國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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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中有 70 個支族，他們原是印度北部最低下的

「賤民」，根據歐洲語文學的研究，羅姆人發源自印

度旁遮普省（Punjab） 的地區，1,000 多年來不斷西

遷，現今全球約有 1,500 萬羅姆人散居在不同的國家

之中，落戶在歐洲的約有 1,200 萬，是世界上散居各

國的最大族群。東西方的小說或電影，都經常把他們

描述為一群能歌善舞、生活瀟灑、浪跡天涯的藝人，

又經常為自己的利益而謀算別人。若問歐洲的居民對

羅姆人的印象，他們一定會說不要接近他們，慎防他們偷竊、拐騙。羅姆人給世人的印

象一般都是負面的，因為他們大部分沒有融入當地，受到歧視和排斥，生活艱苦，教育

程度低，失業率高，世代都處在社會的底層。 
 

被迫害的歷史 
 
羅姆人最初離開家園的原因和確切時間無從考證，目前可以知道的是，5-7 世紀之間，他

們出現在伊朗；10-11 世紀，他們經過西亞到達巴爾幹半島；15-16 世紀，羅姆人已散布

於全歐洲。羅姆人從未建立過自己的國家，而且他們恪守其民族傳統，刻意與主流社會

保持距離，因此在多國都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德國文獻記載，1423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

德特准外來的羅姆人居住在他管轄的領域裡，所有入境

的羅姆人都獲得一份相當於居留卡的「保護證」。憑著

這份「保護證」，羅姆人得以在歐洲哈布斯堡王朝領區

內自由通行。可惜這個對羅姆人有若黃金的時代卻不到

百年，15 世紀末，神聖羅馬帝國取消羅姆人的「保護

證」，下令驅逐所有境內的羅姆人，違者格殺勿論。不

僅神聖羅馬帝國驅逐羅姆人，其他歐洲國家也紛紛採取

同樣的驅逐政策，當時反羅姆人的理由大致是：傳染黑

死病、鼠疫、霍亂、偷竊、行巫術，他們甚至被認為替

土耳其人當間諜，還被當作是猶太人的親戚，以上都是

敵視他們的罪名。從此，羅姆人就不斷地從一地遷往另

一地，棲息之地總是在隱蔽的荒鄉僻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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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長途遷徙的緣故至今尚為考古歷史界之

謎。羅姆人的祖先是低種姓的印度教徒，應徵入

僱傭兵軍隊後，升為剎帝利（即戰士）種姓，同

時被派往西面以抵制伊斯蘭教國家的擴張。另有

學者稱，穆斯林征服印度北部後，其俘虜淪為奴

隸並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文化，成為羅姆人的前

身。但羅姆人到達中東後，為何不折返印度，反

而繼續前進，進入歐洲，則是不解之謎。羅姆人

後來也大量遷入美洲。羅姆人也曾出現在中國，

名為囉哩回回，經常盜竊，地方官指他們有近親相交之嫌，理由是他們人數不多，不與

外人通婚。 
 
1530 年，英國國會通過埃及人法，開始驅逐所謂的「埃及人」，這項法案也把羅姆人視

作罪犯。1547 年，英王愛德華六世頒布法令，把羅姆人都關起來當成奴隸。幾年後，英

國更對羅姆人下達了死刑令，當時只要是羅姆人只有死路一條，和羅姆人扯上關係也很

危險。 
 
不只英國大力打壓羅姆人，其他歐洲國家對羅姆人也不友善。舉例來說，巴黎教堂開始

驅逐羅姆人，因為他們為別人讀手相被視作怪力亂神，大眾為羅姆人貼上的負面標籤至

今都還沒有完全撕除。18、19 世紀時，歐洲各國政府企圖要「同化」羅姆人，他們奪走

羅姆人的小孩，把他們交給相關單位養育。1930、1940 年代，流浪到德國的羅姆人更受

到納粹的迫害，和猶太人一起受到納粹大屠殺，而且是被殘忍的羞辱之後再殺害，總共

有高達 50 萬名羅姆人死於納粹之手。 
 
2010 年 7 月，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就曾決定

拆除法國境內非法修建的 600 多個羅姆人營地

中的一大半，並將「非法滯留」的羅姆人遣

返，來維持治安。近年來，羅馬尼亞、保加利

亞、捷克、法國等國發生的驅逐羅姆人事件，

政府常常扮演旁觀者或幕後支持者的角色，而

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強制羅姆女性絕

育事件中，政府則成為羅姆人權利的直接侵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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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的現狀 
 
在今日，有一部分羅姆人正試圖保持其傳統生活方式，居無定所。在東歐許多地區，羅

姆人定居在生活條件極差的棚戶區內，和其他民族居民仍然時有衝突。在東歐共產主義

時期，東歐各國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羅姆人在就業方面障礙較少，但後來東歐轉為市場

經濟以後，羅姆人失業問題愈顯嚴重。現在多國有大量羅姆人靠社會福利為生，這導致

針對羅姆人的歧視深化，同時也成為了社會隱患，如斯洛伐克在進行社會福利改革時曾

有羅姆人聚居點發生騷亂。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發表了一份《協助羅

姆人融入社會策略 - 2020》（Framework for 
National Roma Integration Strategies up to 2020） 的
報告，估計約有 1,000-1,200 萬羅姆人在歐洲。十

二個東歐政府已宣佈 2005 至 2015 年是「協助羅姆

人融入社會的十年」（Decade of Roma 
Inclusion），但還未能在本地層面上看見顯著的成

果，羅姆人在經濟、教育或政治方面仍處於社會的

邊緣。 
 
英國為了幫助羅姆人，「倫敦吉普賽人和旅行者」（London Gypsies and Travellers） 慈善

組織推出一系列反歧視海報，該組織的執行長肯尼特（Debby Kennett） 表示，海報背後

的設計理念出自羅姆人日常生活中遭受到的歧視，外界只會用帶有偏見的眼光看他們，

而沒有注意到羅姆人其實和大家沒有不一樣。該活動名稱是「我們有這麼多特質，為什

麼你只看到這個？」 的反歧視羅姆人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有六個孩子的摩根（Mena 
Mongan） 是第一批反歧視海報主角的羅姆人（Roma），她也和《衛報》分享了自己成

長歷程中面對的種種歧視。摩根回憶到，她上小學時是那所小學第一位羅姆人學生，被

同學排擠地很厲害，多年後，從愛爾蘭流浪到英國

倫敦的摩根，她的孩子也或多或少在學校因為羅姆

人的身分被霸凌，像她的大兒子就曾被人罵「骯髒

的吉普賽人」。摩根的孩子從來沒有被邀請去參加

其他同學的生日派對，摩根也從來沒有反邀成功

過。摩根 19 歲的女兒萊斯莉（Leslie） 表示，上學

讓她痛苦，沒有同學願意坐在她旁邊，所以她從 
14 歲後就輟學了。 



 

6 

 

摩根說：「我是一名母親，我是一名接待人員，我接送孩子上下學，我上教堂。人們沒

看到你是一名職業婦女，沒看到你煮飯、你打掃、你做公益、你付出你的時間 - 他們就

是沒看到。我希望這個活動可以給人們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我們和大家沒有不同。 
 
有些羅姆人拒絕其他文化與變化，保守着內心關

於流浪的嚮往和天生的特質。他們用流浪抒寫着

一代一代的歷史，出生時是起點，死亡時是終

點。他們沒有國只有家，沒有土地、沒有國籍、

沒有保障，也不被認同。 
 
羅姆人長期受到敵視和懷疑，教會不容卸責。追

溯歷史，無論東正教會、天主教會或改革宗教

會，都很少關心羅姆人，邀請他們參與教會；並

且認為教會「與羅姆人保持距離和斥責他們不信

主，兩者並無矛盾」。直到十九世紀，才有證據顯示教會開始關懷羅姆人的靈魂。1952 
年，法國興起一場宗教復興運動，向歐洲的羅姆人宣揚五旬宗主義。羅姆宣教士在這個

復興運動功不可沒，先是在西歐，後於 70 年代傳到東歐。50 年代在法國成立的吉普賽

福音教會，最初 30 年為超過 7 萬會眾施行浸水禮。 
 
事實上，在後共產時代，東歐有些情況較前更惡劣，例如：以前羅姆人較易獲得房屋、

醫療和就業機會，但 90 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戰禍連連，不同的種族各自爭取地位，羅姆

人缺少身份証明，特別容易受到排擠。過去幾

年經濟危機加劇，加深了反羅姆人的情緒，襲

擊、驅趕他們，甚至歸咎他們帶來政治和經濟

問題。在地方層面，羅姆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歧

視。 
 
世界銀行和歐盟基本權益組織在 2012 年的聯合

調查發現，羅姆人在歐洲的情況令人憂慮，他

們中間只有 15%完成高中或職業先修課程，就業人口少於 30%，而約 45% 的人家裏沒有

室內廚房、浴室或淋浴的地方，也沒有電力。在塞爾維亞，每 100 名羅姆人學童中，只

有 3 至 4 位能完成小學，能完成中學的更少。一名在南塞爾維亞的羅姆青年撰文說，他

自覺像「二等公民、十足的動物，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人」這些多元、複雜和彼此纏繞的

生存問題，加深了羅姆人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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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羅姆人在許多國家中深受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影響，因

為他們正面臨著健康風險、經濟匱乏和污名化的雙重威脅。歐洲一千萬羅姆人中，約有

80％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社區和擁擠的房屋中，多數缺少自來水，使得避免病毒傳播的基

本隔離和衛生措施相形困難。在一些國家，這已經導致羅姆人社區成為潛在的疾病熱

點。 
 
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這場災難不

僅影響了羅姆人，而且還會影響主流社會、經濟和政治，並加劇種族衝突，是超過三十

年來的程度。」以下有六個國家的大型羅姆人社區受冠狀病毒影響：保加利亞、匈牙

利、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西班牙。 
 
由於擔心病毒傳播，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的羅姆人社區均遭封鎖。警察甚至將檢查站設

置在社區出入口，只有出示工作合同或緊急原因證明，才能允許羅姆人離開該地區。 
 
專門研究保加利亞羅姆人社區的人類學家 Elana 
Resnick 說，長期以來指責少數族裔為傳播疾病

者，並將國家的失敗諉過推責給羅姆人，這次將矛

頭指向羅姆人就是最新的例證。她說：「關於傳染

源頭的想法被種族化了，把國家的結構問題的責任

推到人民身上，指稱（這些人不乾淨）。」 
 

許多羅姆人非法打工，這意味著他們因大流行而遭解僱，可能沒資格獲得國家補償。當

大流行開始，有些人從西歐的工作場所重返中歐及東歐，通常是因工作被取消而沒有收

入。回到家中，他們往往沒有醫療保險，安全防護也很少。許多家庭家中沒有網際網絡

連接，或沒有足夠的電腦設備或是智能型手機可供給孩子使用，使得遠端課程學習變得

困難。冠狀病毒正將這個惡劣的狀況轉變為災難！ 
 
求神幫助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認識羅姆人，與神同工，呼喚這個群體回歸真神，得著兒

子的名份。因為： 
 
1. 羅姆人也是神所創造的，也是主耶穌代贖的對象： 
 
羅姆人與你和我都是按著神的形象、照著神的樣式被造。他們生為羅姆人，不是他們的

選擇，是神主權的命定，因為沒有一個人能選擇他們所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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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羅姆人是一個善良的民族，他們與世無爭： 
 
羅姆人源自印度北部，在世界各國流浪已逾千

年，多年來寄人籬下，也沒有想過劃地建國。其

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國家版圖重整，

他們大可要求立國，但卻沒有。另一方面，羅姆

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被納粹德國大量屠

殺，但今日我們只紀念猶太人被屠殺，對 50 萬羅

姆人被屠殺一事卻很少提及。 
 
3. 羅姆人是一個樂觀的民族，雖然受盡欺凌，仍然在夾縫中偷生： 
 
歐洲很多國家恨不得將羅姆人趕出國門，其實大部分是生於斯，也長於斯，按國法而

言，他們是該國的國民，卻不能享受國民的福利和待遇；可是，他們很少爭取，只是逆

來順受。他們偷竊是因為沒有工作，難以維生。 
 
4. 羅姆人具音樂天賦，是神給他們的恩典，自娛也能娛人： 
 
幾個羅姆人聚在一起，只要有簡單的樂器，即能組成樂隊、合唱團，不需要練習或綵

排，便有高水準的表演，真叫人羨慕！在各個聚會中，只要台上一呼，台下便有不少人

自動走到台上，與樂隊合作，帶領會眾唱詩，不需任何預備，而節拍分毫不差，歌聲繞

樑。在探訪他們期間，多次看到小朋友們拿起破舊的吉他、小提琴就能自彈自唱，或聞

歌起舞，流露自然，非常享受。 
 
5. 一些羅姆青年也很聰明，但無人願意關心他們，栽培他們： 

 
大部分羅姆人只有小學四年級的程度。因為部

分公立學校的老師不願意班上有羅姆人，所以

在有意無意間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讓

兒童們不願意上學。縱然堅持至中學畢業，也

難找到工作，因為少有公司願意聘用，導致他

們無法向社會上層流動，一些遂自我放棄。羅

姆人固然需要福音，但也需要我們幫助他們有

一技之長，改善生活，得到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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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羅姆人事工之異象領受與事工發展 
 
2015 年 9 月本中心東歐宣教區主任顏明誠牧師參加由大使命中心在匈牙利舉辦，向羅姆

人（Roma） 的宣教大會，對羅姆人有了粗淺的認識。會後有一個感觸；在歐洲華人社

區宣教多年，實在不能忽略對羅姆人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參與羅姆人事工，不但可以關

心到這族群的信仰，「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

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翰福音 10:16）；並且可以激起當地華人

教會對跨文化宣教的熱忱，體驗「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

比書 2:4）的喜樂。 
 
初時，當顏牧師將此異象帶回中總部與主管階層和董事會分享時，因著眾人對此群體和

事功的陌生，並沒有做任何立即的回應。然而神有其時間與計劃！在 2016 年第一季的某 
一天，匈牙利華人教會的邢凱牧師打了一通電話給時任本中心總主任的徐忠昌牧師，表

達希望邀請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共同參與提供羅姆人的社區中心的建造和羅姆人神學生的

培育計劃，協助他們完成神學教育，牧養羅姆人的教會。在聽完邢牧師的說明和報告，

徐牧師立即答應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會與匈牙利華人教會合作，提供 4 份助學金給當地羅

姆人神學生，到羅姆人神學院進修。隔月此計

劃立即展開，而首批的四位神學生均已於

2018 年完成學習，積極投入教會服事。 
 
有了神的異象，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就有機會於

2016 年春季成立羅姆人事工部。 
 
我們知道羅姆人急需改善生活，以及培養未來

下一代兒童和青年的緊迫性。從宣教區當地接觸到的宣教夥伴們所分享之服事經歷，不

管是異象傳遞、神學教育、營會參與和教會牧養，我們可以了解這事工的多元性，事工

需要涵蓋了所有年齡層，而且更要有前瞻性的配套策略。羅姆人事工是普世豐盛生命中

心承接前大使命中心所領受的事工，從過去這些年來，與陳惠文會長等同工多次的溝通

和學習，我們知道過去大使命同工們積極推動，喚起海內外教會對羅姆人族群的愛與關

懷，甚至已故的王永信牧師在世上最後幾年，還親身去到東歐，籌辦了羅姆事工峰會和

短宣。2017 年 6 月 30 日，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在王永信牧師回天家之前，正式承接了羅

姆人事工的接力棒。感謝神，我們所領受的並非任何宣教計劃或宣教區的財產；我們得

到的是對羅姆人事工的異象、心志和熱情。我們相信羅姆人事工是神感動普世豐盛的同

工參與，從感動到行動，又從行動中的操練，憑著信心委身在這事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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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事這羅姆族群的事工，需要有委身負責的同

工，可以連結、動員海內外和宣教區資源，以推動

這龐大的事工，同工在那裡？神是「耶和華以

勒」，神有預備，神自己作了呼召和感動的工，當

本中心負責拓展的林浩凌長老和東歐宣教工場主任

顏明誠牧師，有幾次到東歐塞爾維亞短宣，神很奇

妙地把羅姆人的狀況和需要，透過了當地華人、塞

爾維亞人和羅姆人教會的連線，得到了許多資訊，

更藉著這些網絡彼此建立了互信，於是有了小型農

場、幼兒園、青年營會和支持羅姆人神學生等構想

和事工的推動。 
 
五年來，我們拜訪了東歐多個國家，也聯結了許多的羅姆人基督徒領袖。感謝神，我們

得到羅姆人領袖的接納；他們也樂意和我們分享羅姆人教會的景況和需要。綜合起來，

大家認為只有福音，才能改變羅姆人低落的自我形象和自暴自棄、不求上進的心態。他

們盼望我們能鼓勵歐洲的教會能予以援手，訓練沒有正式神學訓練的羅姆傳道人，可以

更有效的傳福音、牧養群羊。 
 
羅姆人散居在歐洲有超過一千萬人以上，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事工。普世豐盛羅姆人事

工的宣教策略，從過去開拓和經營的華人教會所在的塞爾維亞這國家開始，事工在神的

祝福和帶領中，得以在過去五年內發展並建立事工可行模式，並且以實際地推展至東歐

其他國家的羅姆人社區（包括匈牙利、保加利亞、克羅底亞、馬其頓、以及波黑）。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為羅姆人制定了各類的計劃包括： 
 
1）農業宣教，例如溫室計劃 
2）為羅姆兒童建立和支持幼兒園和課後輔導的運作 
3）財務支持羅姆聖經學校的學生，並與當地聖經學校共同舉辦各類培訓或研討會 
4）羅姆教會領袖及導師培訓   5）牧者傳道家庭關顧計劃 
6）支持羅姆人植堂和發展項目  7）新冠疫情急難救助 
8）青少年營和兒童暑期聖經營  9）羅姆語兒童聖經編輯印製計劃 
10）鼓勵華人教會參與羅姆人教會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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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中心 羅姆人事工 
2022 年事工計畫 & 募款目標 

 
 

• 羅姆人幼兒園、課輔班 
• 牧者傳道家庭關顧計劃 
• 神學生培植計劃 
• 農業宣教 
• 保加利亞羅姆教會領袖及導師培訓 
• 羅姆語兒童聖經編輯印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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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姆人幼兒園、課輔班 

感謝主，透過幼兒園和課後輔導班事工項目，來服事

羅姆人的孩童們，為他們提供更美好的未來，使羅姆

族群在東歐當地能漸漸地擺脫被視為次等公民、寄居

社會的不公義現象。 

我們看到神藉由 Lebane 和 Leskovac 二處的幼兒

園、為學童、父母以及當地社區所做的工，都得著了

極大的進展，收穫良多。因著看見孩子在幼兒園的教

育和計劃得到了良好的成長，家長們不斷地向教會和

幼兒園表達深切的感激之情。 

 

大多數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但在這段時間，教會與他

們建立了親密信任的關係，家長和老師及牧者們成了

真正的朋友。他們可以坐在一起聊天，這是讓家長認

識神的絕佳機會。令我們高興的是，孩子們成為父母

的祝福，回家要求一起祈禱，因為他們已經養成了飯

前謝飯禱告的習慣。看到家庭屬靈上的長進、預備兒

童步入小學教育，進而預備他們與塞國兒童一樣成為

平等的公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進展，我們由衷地向

神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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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 Lebane 設立的課後輔導班計劃也

進行的頗有成效，許多孩子以優異的成績完

成了正規學校的學業。學校的教師們注意到

孩子們與往常大不相同，有些教師甚至多次

親自前往教會，感謝我們為羅姆人兒童的教

育所做的貢獻。為主做光做鹽本就是主兒女

所當行的，願榮耀歸予阿爸父神。 

這一季有多達 40 名學生，他們於課餘時間前往教會，接受輔導完成家庭作業，或學習

塞爾維亞語文、語法和數學。有四人於今年春天已從小學畢業，現在中學繼續求學。雖

然他們不再需要課輔班的幫助，但保證有時間就會來幫助我們不定時地為其學弟妹們舉

辦學習研討會。 

當我們看到這些羅姆人新生代漸漸成長茁壯，並以過來人的身份與自己所學的，回饋於

社區，實在是為他們向神獻上感恩，我們懇求主繼續帶領他們走前面的道路。同時，也

祈求神繼續帶領教會牧者同工和老師們，賜下智慧、

愛心和信心，因為他們身負極重的責任，所成就的影

響力深遠且大的。懇求神繼續透過這樣一個福音信仰

及基礎教育的方式，深化生命轉變的工作在 Lebane 

和 Leskovac 的羅姆人社區當中，為當地的羅姆人下一

代帶來新的契機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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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幼兒園 – 2022 經費預算 

感謝主！此二個事工項目至 2021 年底所需經費均已募齊，願神繼續感動更多宣教夥伴

支持奉獻明年的預算。 

 

 Sherif 牧師 (Leskovac)：$18,000 (2022 年 0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Danijel 牧師 (Lebane)：$18,000  (2022 年 0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事工預算：$36,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41,400 

建議奉獻方式： 

1) 以每間幼兒園一年的費用為單位：$18,000  

2) 以每位幼兒一年的費用為單位：$2,600 / 每位 

 

羅姆人課輔班（Lebane） – 2022 經費預算 

 Sherif 牧師 (Leskovac)：$7,000 (2022 年 0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Danijel 牧師 (Lebane)：$7,000  (2022 年 0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事工預算：$14,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16,100 

建議奉獻方式： 

1) 以每間課輔班全年的費用為單位：$8,050 

2) 以每位學生一年的費用為單位：$350 / 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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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牧者傳道家庭關顧計劃 

自 2020 年七月起，此事工項目支持了四個家庭每月每戶 300 美元，另一個家庭每月

200 美元。（三個在塞爾維亞，一個在保加利亞，另一個則是在克羅底亞） 

2021 年將另外幾處的牧者和宣教士列入新增的關顧配搭對象，其中有二位是在塞爾維

亞，一位在保加利亞，一位在馬其頓，另二位則是在捷克。 

感謝主，我們於八月份開始支持第六個牧者家庭，是來自保加利亞的 Pastor Radko & 

Nevin Kratsov 家庭。（關於他們家庭和事工的中文簡介，請參詳第 5-6 頁） 

由於全球民生物資價格普遍上漲，將考慮明年每戶每月的預算將增加至 US$350 / 

US$250。我們的宣教夥伴「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已率先回應，將會正式提案其同工

會，希望從明年一月起，能將每月該教會對二戶家庭的奉獻由原本的 US$500（全額奉

獻給二戶牧者傳道家庭），增加為 US$800。（$700 給二戶牧者傳道家庭 + $100 奉獻

作普世豐盛中心行政管理費用） 

我們大膽地向主祈求，若是出於祂的旨意，願能有充足的供應，好教此事工項目能成為

更多主忠心僕人家庭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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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傳道家庭關顧計劃 – 2021 經費預算 

 8 x $300.00 / 每家 / 每月 x 12 = $28,800 

 3 x $200.00 / 每家 / 每月 x 12 = $7,200 

事工預算：$36,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41,400 

 

牧者傳道家庭關顧計劃 – 2022 經費預算 

 8 x $350.00 / 每家 / 每月 x 12 = $33,600 

 3 x $250.00 / 每家 / 每月 x 12 = $9,000 

事工預算：$42,6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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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來自保加利亞的 Radko & Nevin Kratsov。 

 

24 年多來，神將對歐洲和中東地區羅姆人的內在醫

治和全人發展事工的熱情注入我們的心中。在保加

利亞和中東大約有 100 萬羅姆人，在歐洲大約有 

1200 萬，在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敘利亞

等地約有 10 萬人。上帝在我們心中形成這異象，

也給我們實踐及發展的熱情。 

  

我們的願景：致力於醫治和發展保加利亞及國外的羅姆人領袖和傳道人，他們將受聖經

世界觀的培訓和發展；裝備各級別的關係；鼓勵他們依靠與神的個人關係並受到感動，

去到各國事奉。 

  

事工目標：建立羅姆人並融入社會中 

 

具有發展能力的羅姆人——可被引入社會的主要影響範圍： 

家庭、藝術、科技、媒體、教育、政府與政治、教會事工（創建一個可支持神國在羅姆

人中發展的事工、舉辦研討會、學校和課程，以支持服事信徒及非基督徒的羅姆人領袖

和事工）讓羅姆人成為各國、各族的祝福。 

  

我們的熱情：開拓、培訓、發展和派遣能夠在教會、工作

場所、家庭和社會生活中有效地服事羅姆人的羅姆人領袖

和傳道人。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在天上和

地上在羅姆人中間成就神的旨意。“羅姆人——順從神的

聲音，與耶穌和列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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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無薪地服事約 47 國的羅姆人。我們服事青年事工，必須要負責

籌款。去年底到今年年初，我們經歷了幾次困難。我們一位奉獻者去年 10 月突然去

世，今年 1 月底另一位奉獻者因家庭困難而停止奉獻。目前我們需要財務支持，我們全

家費用每月大約 460 歐元，是普通人認為的一半。每個月需要幾乎相同的費用才能正常

支付我們和在校兒童的費用和需求。對我們來說，熱情好客的好榜樣很重要，因為這是

我們服事羅姆人文化的主要橋樑。 

 

肩負使命的青年領袖：拉德科•克拉佐夫 Radko Kratsov 

保加利亞 Sliven, Bulgaria 

吉普賽事工 / 中歐和巴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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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學生培植計劃  

透過與 HUB 聖經學院的配搭，本中心繼續支持羅姆神學生培植計劃，協助提供實習機

會給神學生，幫助他們畢業後，能儘早找到神所賜的呼召和異象；並且期待日後能與他

們一起配搭，成為長期植堂、牧會、宣教的宣教區夥伴。 

在八月下旬，我們收到在塞爾維亞認識的第一位羅姆人牧者 Pastor Erman 寄來的訊

息，告知其 19 歲的大兒子 Marko 已向 HUB 提出入學申請，並詢問本中心是否可以提

供助學金，讓 Marko 可以在十月開始接受裝備。原則上，我們會與聖經學院和教會一

起合作幫助這位青年完成神學培訓、進入禾場服事。以下是牧師傳來的信息： 

 

My dear Alan 

My son Marko is 19 years old. He wants to enroll in the Bible school at the HUB 

in Opovo. I already have the forms to fill out, we should also go together to talk 

to the principle of HUB. Is there your financial support for students who enroll in 

Bible School? Marko wants to be an assistant to the church after school, and He 

also has a desire to work on founding a new church.  

We need your spiritual and of course financial help. Please pray for us. God's 

blessing. 

Your brother - 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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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生培植計劃 – 2021 經費預算 

 4 x $3,500 / 每位學生 = $14,000 

事工預算：$14,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16,100 

神學生培植計劃 – 2022 經費預算 

 4 x $4,000 / 每位學生 = $16,000 

事工預算：$16,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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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農業宣教 

年初所種植的大蒜、青椒、紅椒，在七月底八月初陸續收成了！ 

 

有關於 Ludas 家庭教會的運作，我們極需要為此事工大量的代禱。原本已招聚願意參與

聚會的人群，因著新冠疫情的緣故，在過去一年來盡都流失。而目前可供作聚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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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並未安裝冷暖氣機，將不適宜在嚴寒和酷熱的季節時使用。此外，負責此植堂計劃

的傳道夫婦，因為去年才初為父母，希望能盡快尋找到可幫忙照顧嬰兒的幫手，好讓他

們夫婦能有機會出外進行逐家探訪的工作。 

 

請為參與此計畫的二個羅姆人傳道家庭代禱（Arnold  & Angela Sötét 夫婦和 

Alexandar & Adrienn Necic 夫婦），懇求神保守他們能在教會服事、家庭婚姻、育

嬰、兒女教養和農耕及銷售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找到平衡點，有效地運用時間、財務和

體力，叫他們嚐到越服事越甘甜的滋味。 

感謝神在 2020 年底透過一對愛主的夫婦，將 2021 年所需的基本預算準備妥當。然

而，因著物價的大幅上漲以及土地的問題，新的四座大棚將延至 2022 年建構。所需預

算已在調查計畫中，將會在下一份的報告中提出。 

2022 年的目標是要與這些年輕羅姆人傳道們，如同建立 Green Houses 一般，同心協

力地在福音荒地建立基督的教會，鬆開當地羅姆人的心田，將福音的種子播下、澆灌，

期盼不久的將來能結出榮耀神的美好果實，見證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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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宣教計劃 – 2022 募款目標 

 

• 為第 5~8 座溫室大棚購置農地： $10,000 

 

• 增建四座（5~8 座）溫室大棚： 4 x $4,000 = $16,000 

 (Size：32m x 8m x 3.6m) 

 

• 專業義工前往宣教區，二趟： 2 x $3,000 = $6,000 

 

事工預算：$32,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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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加利亞羅姆人領袖及導師的培訓 

在最近幾年的學習了解、認識羅姆人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少羅姆人事工存在明確的目

標和長期願景。羅姆人圈子裡缺乏導師和教練有眾多原因，其中四個原因是： 

 

1) 許多領袖對周遭許多不同需求與細節感到困

惑，以致他們陷入困境。即使對需求做出了回

應，但沒有深入到個人生活和事工的層面。這是

生活在沒有重點的目標的明顯原因。 

2) 不知道從何處獲取資源、尋求幫助。 

3) 設令了一個不健康的策略。 

4) 無法掙脫混亂的價值體系。 

 

在今年 4 月底，本中心所支持的宣教夥伴 Pastor 

Radko 完成他在保加利亞所堆動的第二階段「一

線領導發展歷程」的培訓，多學員表達需要更多

的個人會議和深入對話，以便發展和構建他們的

事工和個人生活。 

 

倍增有至關的重要性，可以加強在巴爾幹和歐洲社區羅姆人的輔導技能和指導事工。對

健康價值體系的發展，以及發展健康和長期的事工，這些是非常需要。 

 

今年 6 月 26 日神為保加利亞羅姆教會的教會領袖領導力發展的培訓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短短一週內就有 83 人註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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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在開始訓練當天，一大早就發生了一場大風暴。甚至在一些城鎮，河流已

經淹沒了河床，許多房屋被淹。基於氣候原因，20 個人因為交通困難而無法前來，但我

希望在下一次 10 月 2 日的培訓中他們能來。第一次培訓的主題是「領導力的不確定

性」。同一組人將進行為期 3 年的培訓課程，每 3 個月見面一次，每次為期一週。（每

年 4 梯次課程 x 3 年 = 共 12 梯次課程） 
 

-- 目標是培養僕人式領導技能。 

-- 培養自我觀察和自我管理的強烈動機。 

-- 對目標、價值觀和健康的夥伴關係形成清晰

的看法。 

-- 屬靈領導。 

-- 優質的僕人導師。 

 

 

在這些領導力培訓中，有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女性學員和男性學員的人數幾乎相等。通

過對 63 名參與者的不計名意見調查，似乎只有 13 人參與過幾個聖經研討會和課程，其

他人則由當地教會的講道發展他們的領導力，顯然這樣的環境是很困難培育出優秀的教

會領袖。所有參與者每人需支付 3.5 歐元，包括一頓午餐和一次咖啡休息時間。一本教

科書的價格約 8-11 歐元，由於大多數學員的家境都很貧困，無法付負擔得起。因此，

我們需要為印刷材料和領導力書籍籌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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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羅姆人領袖及導師的培訓計劃 – 2022 經費預算 

 

事工全年預算：$800 / 每梯次 x 4 = $3,2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3,700 

 

事工三年預算（2022-2024）：$3,200 / 每梯次 x 3 = $9,600 

事工及行政管理三年總預算（15%）合計：$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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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羅姆語兒童聖經編輯印製計劃 

在兒童生命的初期就必須開始做門徒訓練，而且越早越好。要做到這一點，沒有比聖經

的經文更好的工具，本中心位於塞爾維亞南部的宣教夥伴 Misha 傳道的負擔就是編輯印

製羅姆語的兒童圖片聖經。母語是羅姆仁家庭日常生活的語言，是孩子們在家裡所說的

語言。此計畫的目標是讓孩子們可以完全理解，並看到神如何用他們的語言對他們說

話。 

 

關於這項目，有幾項驚人的事實： 

 

第一件事實是，這將是第一本以羅姆人及羅姆兒童可以理解的語言所編寫的羅姆兒童聖

經！這肯定會創造歷史！另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它應該是由羅姆人以及使用羅姆人阿爾

利方言(Arli Dialect)的羅姆人撰寫的，在塞爾維亞南部大約 95% 的羅姆人都說這種方

言，這將使人見識到羅姆人教會蒙神祝福的恩典、智慧和能力。榮耀歸於神！ 

  

此計劃的目標是製作一本有羅姆語圖片的兒童聖經，分發至塞爾維亞中部和南部幾個重

要城鎮，包括：布亞諾瓦茨、弗拉涅、萊斯科瓦茨、萊巴內、尼斯、雅戈丁納到貝爾格

萊德（Bujanovac, Vranje, Leskovac, Lebane, Nis, Jagodina to Belgrade，可能達到 

20 至 40 萬羅姆人）。這聖經將作為屬靈材料，首批印製的聖經將會免費提供給萊巴

內、萊斯科瓦茨和雅戈丁納等城鎮的羅姆人教會、家庭小組以及幼兒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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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將包括四個步驟： 

 

1. 7 位羅姆人作家研讀聖經，撰寫故事 

 

2. 與 RBU （Roma Bible Union）共同完成平面設計和定稿 

 

3. 印刷兒童聖經 

 

4. 發送至羅姆人教會和幼兒園分發約 2,000 份的兒童聖經，於弗拉涅、弗爾尼亞奇卡、

萊斯科瓦茨、萊巴內、尼斯、雅戈丁納、貝爾格萊德 (Vranje, Vr. Banja, Leskovac, 

Lebane, Nis, Jagodina, Belgrade. )。 

 

由於神已經為作家和平面設計提供了資金，我們只需要為項目祈禱，和印刷和分發兒童

聖經的資金，$3000 美金。 

 

羅姆語兒童聖經編輯印製計劃 – 經費預算 

 

事工預算：$3,000 

事工預算及行政管理預算（15%）合計：$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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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冠肺炎急難救助 & 經費預算 
 

在 2020 年三月底，本中心開始籌劃推動新冠肺炎的急難救助計畫。當我們的夥伴們聽

到宣教區的需要，紛紛踴躍的參與代禱和奉獻的行列。前後二個階段，共計六個月，本

中心與宣教區三個國家的五間夥伴教會和機構配搭，在嚴峻的疫情之下，冒著自身可能

也會染病的危險，帶着食物和防疫用品深入到最貧困的羅姆人社區中去關懷探訪、為人

禱告，合計約 1,860 戶次的羅姆人貧困家庭及時得到食品物資的供應。藉著急難救助的

行動，不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我們同心合意地把神的愛、安慰與盼望帶到需要的群

體當中，使神的名得著應得的榮耀！ 

 

目前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馬其頓等多個國家，特別是在羅姆人的社區中的疫情仍然嚴

峻。甚至羅姆人遭受當地政府歧視忽略的現象，更趨惡劣。英國 BBC 電視台在今年二月

初，播放了一個主題為“Even dogs can't live like this under COVID”（歐洲的羅姆

人：在新冠疫情下，連狗都不如的生活環境）的紀錄片，揭露了保加利亞羅姆人社區在

疫情中，遭其政府刻意隔絕忽視，任憑他們自生自滅的悽慘狀況的報導。（中文字幕視

頻連結：https://youtu.be/d5wdmh-SpxI） 

 

   
 

急難救助建議奉獻方式： 

1)    以每個地區三個月的資助為一單位：$5,400 / 每區 

2)    以每個地區一個月的資助為一單位：$1,800 / 每區 

https://youtu.be/d5wdmh-Sp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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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您個人或貴教會對羅姆人事工有感動負擔，奉獻方式如下： 

 

1) 支票，抬頭請寫 GLEC，請註明奉獻項目：羅姆人事工  

 

Pay to the order: GLEC 

Add:   16371 Scientific Way, Irvine, CA 92618 

Memo:  Roma Ministry - Humanitarian Aid 

 

2) 可用 PayPal 或是信用卡方式奉獻： 

詳情請至下列網站，或是點擊右方的 QR 碼。 

 

https://www.paypal.com/cgi-bin/webscr?cmd=_s-

xclick&hosted_button_id=MBGHDN9KQBJSG&source=url 

 

3) 若使用電匯，請洽詢本中心財務組 (949) 752-6899， 分機 2019 

 

4) 台灣地區奉獻者，請使用郵政劃撥帳號 50091873 

 

戶名「社團法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 

本協會將寄發奉獻收據給您。洽詢電話(02)2536-8468 

 

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連絡中心羅姆人事工主任 林浩凌長老 

電郵信箱：alanlin@glecenter.org 

連絡電話：(949)466-0909 

 

感謝許多夥伴、教會、機構的支持；你們的參與，是推動大使命的動力！ 

https://www.paypal.com/cgi-bin/webscr?cmd=_s-xclick&hosted_button_id=MBGHDN9KQBJSG&source=url
https://www.paypal.com/cgi-bin/webscr?cmd=_s-xclick&hosted_button_id=MBGHDN9KQBJSG&source=url

